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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 2022年 9月 2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宁波供电公司拟申请办理宁波慈溪城中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规划选址（用地）方案。选
址（用地）地点在：慈甬路以北，东三环路以东。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联 系 电 话 ： 63961748、
63961746。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规划选址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9月 2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市上禾智
能设备有限公司新建3#连廊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慈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8 （上午 8:00-11:30，下午
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规划公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9月 2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浙江雨中雨水

产有限公司建设的2#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绿色农产品加

工基地。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

电话：63961810、63961748 （上午 8:00-11:30，下

午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新华社杭州 9 月 20 日电
（记者 黄筱）“台风‘梅花’正
面登陆浙江，水库、海塘等一批
水利民生工程发挥积极作用，筑
起防御台风的安全防线。”浙江
省水利厅民生实事专班负责人俞
飚说，先是经历夏季高温干旱，
入秋后又迎战两次台风，今年浙
江水利累计完成的 2753个民生
实事项目，在防台保供、抗旱稳
粮上发挥重要作用。

2022 年夏天，浙江多地持
续高温。在杭州市淳安县界首
乡周源村，种粮大户周军京每
天都要登上水库大坝，看一看
水稻长势。今年年初他刚刚承包
下村里的120亩稻田，打算大干
一场。

“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今
年全靠梅峰水库，这‘良田’才
能真正变成‘粮田’。”周军京介
绍，这百亩农田本来是林地，刚
刚退林还耕，以水养田对这类
农田尤其重要，旱情刚露苗头
时，水库管理部门就为农户们
铺设了专门的灌溉用水管道，
24小时保障灌溉，现在水稻长
势很好。

梅峰水库以往由于渗漏，夏
秋冬季经常蓄水不足。淳安县千
岛湖生态综合保护局副局长杨约
顺表示，今年5月梅峰水库完成
了除险加固，水库蓄水从之前最
高8米提高到现在的12米，库容
达到11.3万立方米。

和周军京一样，湖州市南浔

区窑里村的种粮大户邱云红每天
也要去田间巡视。“今年村里新
改造了机埠，排灌更有效率了，
有了充足水源，水稻能高产。”
邱云红说。

当地村干部介绍，机埠投入
使用后，1400多亩田地顺利度
过今年的干旱，预计助力田地亩
产效益增加15%以上。

统里村过去是湖州市安吉县
出了名的“缺水村”，距离县城
近 30 公里，全村有 700 多户
2000多人。以前村民喝的是山
泉水和地下井水。

今年该村的供水管网改造被
纳入了民生实事，政府投资 900
多万元，把县城供水管网延伸
50公里，铺到家家户户，村民

都喝上了县城的自来水。
从天然水源，到 2019年单

村供水站，再到今年纳入城镇管
网，统里村的村民见证了农村集
体经济形态的变化。统里村党支
部书记陈超说：“以前是因水受
困，现在解决了水的问题，村里
放开手脚大搞休闲旅游，农家乐
开了 22家，民宿有 500多间客
房，今年 1至 8月全村人均收入
达到 4.3万元，旅游经济占了村
集体收入的一半，让我们享受到
水的红利。”

同样因水走出一条新路子的
还有湖州市长兴县小沉渎村。这
里紧挨太湖，是历史上太湖水产
交易最为繁忙的商埠之一，20
世纪 90年代因为生活垃圾堆积

和企业排污等，泗安塘日渐变成断
头河，水环境越来越差。

自从中小河流综合整治列入民
生实事项目，今年当地政府投资
1500多万元，启动小沉渎村泗安
塘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既加大河道
清淤疏浚，又建起了景观桥、栈
道。8月底，环绕小沉渎村的河道
恢复了与太湖的活水互通，河道
功能从传统的行洪排涝、灌溉蓄
水、出行道路，慢慢发展成为沿
太湖的风景旅游带。2022年 1月
至8月小沉渎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超150万元，是上一年全年收入
的179%。

据了解，浙江水利部门还利用
数字化方式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
实时公布民生实事进度。

固水库 延管网 治河流

浙江水利民生项目发挥抗旱防台积极作用

“化石燃料经济已经达到极
限。”去年 7月 14日，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剑指传统能源，
强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那一
天，欧盟委员会提出涉及能源、
交通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
划提案，欲使欧盟国家 2050年
实现碳中和。

而如今，欧洲多国拟恢复煤
炭发电，并增加从美国购买液化
天然气的数量。尽管欧盟官员称
这只是“权宜之计”，旨在解决
过冬能源短缺问题，但多名专家
指出，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频
频“开倒车”，不仅无法解决导
致其能源危机的根本问题，更会
扰乱全球减排进程，损害全球气
候治理。

欧美减排“挂倒挡”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
盟、英国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施
加多轮制裁，但其反噬效应令不
少欧洲国家处境窘迫：能源供应
紧张，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大幅飙
升，经济高度承压，民众不堪重
负。

为从能源危机中脱困，德
国、荷兰、奥地利等多个曾大力
呼吁放弃煤炭、倡导环保的欧洲
国家，相继宣布重开煤电厂或采
取措施支持煤电项目。欧盟也展
示出其减排政策的“浮动空
间”。今年 7月，欧洲议会表决
支持把满足特定条件的天然气和
核能领域投资归为环境友好的可
持续经济活动类别。此外，欧盟
还决定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
气，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寻找更
多潜在的化石能源替代供应方。

此前支持能源转型的欧盟官
员，在一些成员国转向煤电之时
开始闪烁其词。负责内部市场的
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东近期表
示，只要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证
明在获取天然气供应方面已尽其
所能，便可重启煤电厂。

英国能源智库“未烧尽的
煤”研究组织估计，欧洲多国

“重启”煤电将导致额外燃烧煤
炭 1300万吨。今年冬天，欧洲
各国政府将至少花费500亿欧元
用于新建和扩建化石燃料基础设
施以及能源供应，包括重启煤电
厂、从海外运入天然气等。

美国金融数据提供商明晟公

司的报告显示，在最坏情况下，
如果欧洲用煤炭取代所有俄罗斯
进口天然气，第一年的排放量可
能增加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与此同时，美国正加大天然
气出口。美国计划今年额外向欧
盟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
气，这意味着美国对欧天然气出
口增加三分之二。美国能源部今
年4月表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
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和能源净出口
国，美国燃料供应“应继续在全
球能源安全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危机存在深层原因

面对能源价格飙升，意大利
人正在研究如何用小火烹饪意大
利面；德国人开始囤积柴火，打
算用古老的燃木取暖方式扛过寒
冬；丹麦的贫困家庭被迫退租公
寓，选择帐篷露营；芬兰政府发
起全民节能活动，鼓励人们缩短
洗澡时间；超过两成英国成年人
打算今年整个冬季不开暖气……

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
一，欧洲却出现如此窘况。美国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

能源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对俄
罗斯的制裁，而非减排政策，欧
洲对俄实施能源制裁在打击俄经
济的同时，也必然给欧洲自身带
来严重危机。

有专家认为，西方多国在减
排问题上“开倒车”看似突然，
实则必然，本质上还是西方政治
沉迷于短期利益“制度病”的集
中反映。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能
源问题专家肖恩·菲尔德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能源危机
已存在多年，但英国并没有做好
准备。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气候变化
问题专家汤绪表示，欧洲现有能源
政策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遇到自
然和人为风险等“风吹草动”，
就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
致能源短缺和能源价格飙涨，从
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减排全局。

权宜之计或代价高昂

专家认为，欧洲和美国应对
能源危机时的摇摆政策，不仅无
法解决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更
将扰乱全球减排进程，损害全球

气候治理。
从短期看，部分欧洲国家重启

煤电厂会导致淘汰化石燃料的计划
推迟，并造成更多温室气体排放，
不利于碳中和气候目标的实现。对
于欧盟履行减排时间表会否受到影
响，英国华威大学能源和气候变化
问题专家卡罗琳·库泽姆科表示，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年冬天有
多冷、欧洲将使用多少煤、新的可
再生能源技术可以多快投入使用等
因素”。

从长期看，“前期排放累积必
然导致后期减排的举步维艰，增大
减排难度，后期需要采取更强有力
的减排措施才有可能达到《巴黎协
定》的气候目标。”汤绪说。

关注清洁能源转型的非政府组
织“监管援助项目组织”欧洲项目
主管简·罗斯诺指出，一旦化石燃
料基础设施到位，拥有这些资产的
企业将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这
些资产，以确保获得投资回报。

多名专家呼吁，应对和减缓气
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议
题，欧美不应只顾眼前利益，而应
切实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新华社伦敦9月19日电 记
者 郭爽）

欧美权宜之“恶”损害全球气候治理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 19日电（记者 朱雨

博 吴昊）墨西哥国家地震局 19日说，该国西部米
却肯州当天下午发生7.7级地震。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说，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于当
地时间19日13时5分（北京时间20日2时5分）。震
中位于米却肯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 63公里处，震源
深度 15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此前测定的震级为
7.4级，随后更新为7.7级。

墨西哥民防部门援引墨海军数据说，根据过往墨
西哥海啸和地震情况分析，这场地震可能在震中附近
海域导致最多82厘米的海浪高度变化。

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 7.6级。
美国海啸预警部门说，在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海岸
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

墨西哥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米却肯州及邻近地
区部分房屋墙体开裂。洛佩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接到报告，米却肯州西部科利马州曼萨尼约市一座
购物中心一面墙体在地震中垮塌，已造成1人死亡。

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墨西哥西部
发生7.7级地震

已造成1人死亡

新华社乌兰巴托9月20日电（记者 阿斯钢
苏力雅）据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 19日通
报，该国西部科布多省境内发现一例鼠疫确诊病例，
目前已紧急隔离了48名密接者。

据介绍，这名确诊患者近日食用旱獭肉后，出现
腺体肿胀等症状。患者随即到当地医院就诊，经蒙古
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进一步检测确诊为鼠疫。
科布多省紧急情况部门已对风险地区采取相关封控措
施，严查售卖、运输旱獭肉等情况。

尽管蒙古国严禁捕猎旱獭，但每年仍有许多人非
法捕猎。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表示，截至
目前，蒙古国 21个省中，有 17个省的 137个县为鼠
疫风险区。仅科布多一省就有13个县是鼠疫风险区。

该中心提醒民众严禁捕猎旱獭，更不能食用其
肉，如果家里存有旱獭肉或皮毛等，须紧急联系当地
相关部门进行销毁。

鼠疫是一种细菌性传染病，常由寄生在老鼠、旱
獭等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传播，有起病急、病程短、
死亡率高、传染性强等特点，临床上可分为腺鼠疫、
肺鼠疫等不同类型。

蒙古国报告
鼠疫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新德里9月20日电 印度东北部比哈
尔邦灾害管理部门20日说，该邦过去24小时内有21
人遭雷击身亡，死者多为在田里干活的农民。

据统计，比哈尔邦有 10个县报告了雷击伤亡事
故。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宣布给每名死者家属提
供40万印度卢比（约合3.5万元人民币）补助，并在
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遵照灾害管理部门建议，尽可能
不在恶劣天气出门。

印度比哈尔邦
21人遭雷击身亡

新华社合肥9月20日电（记者 马姝瑞 胡
锐）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 9月 20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开幕。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
将举办开幕式、主旨论坛、专题活动、平行论坛、

“六百”项目对接等各类活动。
本届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

安徽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线上线下结合，641家
参展的中外企业将集中发布国内外制造业领域权威信
息、前沿动态，约 200位重要境外来宾应邀出席大
会，共商全球制造业创新发展之路。

20 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发布活动上，聚焦
“智”“高”“新”三大亮点，以视频形式摘要发布了
第三代量子测控一体机、量子钻石显微镜、商用-星
地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
汽车、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等一系列新产品，充分展
示制造业创新发展成果。

本届大会设展总面积达 5.9万平方米，“天仙星
座”首发星“巢湖一号”SAR卫星、铜铟镓硒发电玻
璃饰面构件，以及即将在国内发布的战鸿载人固定翼

“空中应急指挥机”等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
集中亮相。

从 2018 年起，世界制造业大会已连续举办四
届。据统计，前四届大会累计集中签约项目 2454
个，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
医药、新能源等十大新兴产业。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
聚焦“智”“高”“新”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蚂蚁是一种常见的
昆虫，那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只蚂蚁呢？一项最新的科
学研究给出的估算结果是：至少有2亿亿只。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香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
介绍，为了更准确地估算地球上蚂蚁的总数，他们运
用标准化方法汇总了以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关蚂蚁
种群密度的489项研究的数据。目前地球上已知的蚂
蚁种及亚种约有15700个。

对这些数据进行外推之后，他们估算，仅生活在
地表的蚂蚁保守估计就有0.3亿亿只，地球上所有的蚂
蚁数量加起来则至少有约2亿亿只。研究人员解释说，
人类对蚂蚁的相关知识了解仍不完整，目前大多数的蚂
蚁统计研究多局限于地表，树上或地下关注较少。

新研究估算：

全球蚂蚁约2亿亿只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金地 张
泉） 66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之谜一直是世人关
注的热点问题，学界对此提出了多种假说，包括
著名的小行星撞击假说等。记者 20日从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我国科学
家对恐龙蛋的一项最新研究从恐龙多样性演化的
角度出发，揭示了恐龙灭绝新机制。相关成果近
日已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
院刊》上。

恐龙蛋作为恐龙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主要载
体，不仅可以反映恐龙的繁殖习性，其在地层中
的富集埋藏规律也能反映恐龙生存时期的古环境
信息。由中科院古脊椎所、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组成的科研
团队，在我国恐龙蛋的一处富集埋藏地——陕西
山阳盆地开展了系统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
为解答恐龙灭绝之谜提供了新的依据。

据介绍，团队在该盆地采集了 1000多件原
位埋藏的恐龙蛋和蛋壳标本，此外这里还发现了
少量暴龙类和蜥脚类骨骼。对这些恐龙蛋和恐龙
骨骼的分析表明，山阳盆地内的恐龙多样性在其
灭绝前约200万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综合我
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此次研究认为，在
约 7200万年前我国的恐龙多样性出现明显的降
低趋势，这与北美西部的恐龙化石分布特征有相
似之处。

这项研究结果为认识恐龙的灭绝过程和机制
提供了新的依据和视角。恐龙属于卵生动物，恐
龙蛋的孵化成功率直接决定了恐龙种群的繁盛与
否。恐龙蛋的孵化需要合适的温度、湿度甚至二
氧化碳浓度。因此，该项研究提出，在晚白垩
世，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和恐龙自身的协同演化，
恐龙多样性发生了持续性衰退，降低了恐龙这个
类群的环境适应能力，并导致其无法在由火山爆
发或小行星撞击等重大灾害事件所引起的环境剧
变中生存和复苏，从而最终走向灭绝。

我国恐龙蛋研究
揭示恐龙灭绝新机制

这是通过统一调度黄河水得以再生的湿地（9月18日摄）。近日，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翅碱
蓬给滨海滩涂湿地铺上“红地毯”，成为秋季黄河口独特的风景。近年来，保护区坚持以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实
施湿地修复项目，达到“一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的良好湿地修复效果，河陆滩海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正在
形成，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进一步增强。 ■新华社发

黄河口“红毯”再现


